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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最高層涉案 教宗
「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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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
被視為梵蒂岡第三號人物
的澳洲樞機主教佩爾因涉嫌
性侵犯，
性侵犯
， 昨日遭澳洲警方
起訴，
起訴
， 成為教廷歷來被控
性侵的最高層人物。
性侵的最高層人物
。警
方未公佈控罪詳細內
容。佩爾昨日稱相關指
控並無根據，
控並無根據
， 強調自己清
白，形容長達兩年的調查是針
對他的「 人格謀殺
人格謀殺」
」， 他願意
休假返回澳洲受審，
休假返回澳洲受審
， 以洗脫
罪名。教廷發聲明力挺佩
爾 ， 教宗方濟各已批准他休
假返國出庭，
假返國出庭
， 強調並沒要求

教廷性侵風暴
3 號人物被控

他辭職。
他辭職
。

務處處長巴頓稱，警方已傳召他應訊，就數宗多年
前的性侵案受審，要求他於下月 18 日到墨爾本裁
判法院上庭。警方未有透露案件詳情，又以避免影
響法律程序為由，拒絕回答記者提問。

涉1970年代性侵兩童
美聯社報道，兩名年約 40 歲的男子，指控佩爾
於 1970 年代在一個游泳池向他們性侵，佩爾的控
罪可能與此有關。另外，有指佩爾曾為涉嫌性侵的
神父掩飾罪行。
教廷發聲明力撐佩爾，讚揚他在教廷財政改革工
作上的「誠實」，指對方願意配合當局調查，態度
合作，又指佩爾曾公開聲討性侵施暴者，並為受害
人提供援助。佩爾昨日在記者會稱，他期望能夠出
庭應訊，從而洗脫污名，返回教廷工作。分析指，
教宗曾承諾對性侵「零容忍」，各界密切注視他會
如何處理今次風波。教宗去年曾表示，外界不應憑
流言蜚語，斷定佩爾是否有罪。

兩受害人恐遭迫害
代表兩名受害人的律師歐文稱，其當事人對佩爾
遭起訴感到安慰，指出要挺身指證「僅次於神的
人」並不容易，認為天主教會權力龐大，擔心遭迫
害，因此不願公開身份。支援性侵受害者的澳洲組
織「藍繩結」協會則指，佩爾被控證明沒人能凌駕
法律。

2002年曾脫性侵罪
佩爾 2002 年擔任悉尼大主教期間曾被指控性
侵，最終脫罪。澳洲政府 2013 年下令成立委員
會，調查當地的兒童性侵個案，佩爾曾先後 3 次接
受委員會問話。他在其中一次偵訊期間承認，天主
教會鑄成大錯，導致數以千計兒童被侵犯。佩爾亦
坦言自己有時會選擇相信神父而非受害人的供詞。
佩爾去年以抱恙為由，拒絕從梵蒂岡返回澳洲接受
問話，令性侵受害者大為憤怒。
■法新社/美聯社/
路透社/《悉尼先驅晨報》

澳 7%神父曾施魔爪 逾 4000 童受害
澳洲於 2013 年成立「機構對性侵兒童事件回應
皇家調查委員會」，調查教會以至其他機構對性侵
兒童案的反應。委員會調查發現，在 1950 至 2015
年間，澳洲共有 7%神父涉及性侵兒童指控，部分
教會更有超過40%男信眾向稚童施以魔爪。
委員會成立以來召開 50 次聆訊，發現於 1980 年
1 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間，共有 4,444 名兒童投訴遭
性侵，男女受害人的平均年齡分別為 11.6歲及10.5

歲，捲入性侵指控的神父隸屬75間天主教教堂。
除神父外，委員會指施襲者還包括教會的弟兄姊
妹及外來人士，涉及最少 1,880 人，其中在新南威
爾士省、維多利亞省及新西蘭開設學校、供有學習
困難的男童入讀的
「聖約翰弟兄會」
，便有 4 成神父
被指控性侵。澳洲天主教會真理、公義及治癒委員
會主席沙利文指，神父在教會地位神聖不可侵犯，
助長了歪風。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籲抗保護主義
默克爾反擊特朗普
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將於下周在德國漢堡召開，
東道主德國總理默克爾昨日在國會發表講話，表明在
峰會上支持保護氣候及開放市場，駁斥美國總統特朗
普主張的保護主義，同時重申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
協定》無協商餘地。

決心落實《巴黎協定》
特朗普本月初宣佈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加上他
一直主張「美國優先」政策，令歐美之間的分歧加
深。默克爾表示，預期峰會的會談將非常困難，她指
歐洲各國與美國在氣候議題上的分歧顯而易見，「想
要掩飾這種分歧是不誠實的，我也不會這樣做。」默
克爾強調，由於美國退出，使歐洲更有決心令氣候協
定成功落實。她又批評特朗普的保護主義，「那些以
為孤立主義及保護主義可解決全球問題的人，是大錯
特錯！」
儘管默克爾試圖在峰會前團結歐洲各國，共同對抗
特朗普，不過巴黎智庫 Fondation Robert Schuman
主席朱利亞尼指出，歐洲國家對移民問題意見分歧，
東歐國家不滿默克爾要求歐盟成員國承擔收容難民，
各國能否團結一致槍口對外實屬疑問。
熟悉歐洲事務的專家相信，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
符合部分東歐國家拒收難民的立場。特朗普早前宣
佈，將於 G20 峰會前夕到訪波蘭華沙，與一眾中歐
及東歐領袖會面，此舉或加深歐盟內部的分化。

支持護歐戰略性產業
法國總統馬克龍早前在歐盟峰會上，提出授權歐盟
駁回中國對歐洲戰略性產業的投資，結果因為西班牙
等國反對而未能成事。不過德國總理默克爾似乎與法
國站在同一陣線，她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正考慮如
何從中國資金手上保護歐洲戰略性產業。
默克爾表示，雖然歐洲與中國經濟互動日益密切，
但在戰略性產業和政府項目投標上仍然存在分歧。她
以德國最近投資微型晶片製造業為例，認為中國日後
若想收購這些獲政府資助建立的產業，德國應該有所
反應，例如將個別產業列為戰略重要性產業。她又
指，德國願意讓中國參與政府項目投標，
「但我們也
應該有權參與他們的」
。■法新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默克爾
默克爾((右)迎接英國
首相文翠珊。
首相文翠珊
。 路透社

記者出書揭性侵史

76歲的佩爾於2014年獲方濟各任命為教廷首席
財政顧問，位高權重。澳洲維多利亞省副警

■教廷第三號人物佩爾被澳洲警方起訴
教廷第三號人物佩爾被澳洲警方起訴，
，
梵蒂岡再捲起
「性侵風暴
性侵風暴」
」
。
美聯社

在學時文武雙全
稱同性婚姻
「死亡文化」

調查記者米利甘去年 5 月出版《樞
機主教：佩爾的起與落》(Cardinal：
The Rise and Fall of George Pell)一
書，巨細無遺地描述佩爾面對的性侵
指控。警方起訴佩爾後，墨爾本大學
出版社為免該書影響判決，決定要求
墨爾本及維多利亞省的書店下架，其
餘地區則不受影響，電子書版本也會
暫時下架。
據網上書店亞馬遜的描述，277 頁
的《樞》指控佩爾利用無辜小孩對他
的信任施暴，並與他的「同好」合謀
掩飾惡行。書中聲稱，兩名加入了東
墨爾本聖帕特里克大教堂合唱團的男
童，在 1990 年代曾遭佩爾毒手，佩
爾把他們帶到教堂一個房間侵犯。兩
名男童不久後均被逐出合唱團。
■《衛報》/澳洲《時代報》

青年時期的佩爾多才多藝，
就讀大學時加入辯論隊，亦曾
主演戲劇，參與澳式足球比賽
亦曾獲獎。在前途看來一片光
明之際，佩爾出乎意料地選擇
成為神父，放棄加入頂級澳足
隊的機會，令他的父親大為光
火，認為他浪費了自己的才
能。佩爾的母親則篤信天主
教，支持兒子從事神職。
佩爾在維多利亞省巴拉臘特
鎮成長，他童年體弱多病，頸
上還長了腫瘤。他長大後恢復
健康，自此鋒芒畢露，讀書及
運動均有出眾表現。
佩爾 1966 年在羅馬晉鐸，其

後轉到英國牛津大學深造宗教
史，取得博士學位。他此後在
教會扶搖直上，2003 年加入主
教團，有權投票選出新教宗。
教宗方濟各於 2014 年挑選佩爾
出任教廷首席財政顧問，主導
財政改革。澳洲前總理阿博特
曾讚揚佩爾是當地最優秀神職
人員之一。
佩爾堅守傳統天主教價值，
立場保守，他反對安樂死及同
性婚姻，形容它們象徵「死亡
文化」。佩爾又否認氣候科
學，不支持讓女性擔任神父，
批評者指他代表着梵蒂岡固步
自封的思想。
■《泰晤士報》

■佩爾
佩爾((右)於 2014 年獲方濟各任
命為教廷首席財政顧問。
命為教廷首席財政顧問
。 美聯社

壓測首全過關
美大行擬增派息
美國聯儲局前日宣佈，當地 34 間
最大型銀行通過壓力測試，是自
2011 年開始壓測後，參與的金融機
構首次全體過關。多間大行隨即計
劃增加派息及回購股份，意味銀行
派息政策或回復至金融海嘯前水
平，吸引投資者追捧。不過有意見
認為，大行應把資本投資在核心業
務或擴大借貸，而非增加派息。
聯儲局表示，在最嚴峻情況下，
34間大型銀行將合共承受3,830億美

元(約 2.99 萬億港元)貸款虧損，即使
如此，所有銀行的資本比率仍維持
9.2%，遠高於 4.5%的最低要求，亦
較去年的 8.4%有所改善。聯儲局理
事鮑威爾表示，樂於看見壓力測試
推動所有最大型銀行達至健康的資
本水平，以及絕大部分銀行顯著改
善其資本計劃。
報告公佈後，美國銀行擬把派息
增加 6 成至 12 美仙，並計劃一年內
回購多達 120 億美元(約 937 億港元)

股份；摩根大通增加派息 12%至 56
美仙，以及計劃回購 194 億美元(約
1,514億港元)股份。

美首季增長終值1.4%
美國商務部昨日公佈，第一季經
濟增長終值為 1.4%，較上月的修正
值高 0.2 個百分點，亦好過市場預
期，不過仍然是去年次季以來增長
最慢的一季，亦遠低於總統特朗普
定下的超過3%增長目標。■美聯社

歐英央行暗示收水
歐元英鎊上揚
全球各地尤其歐洲經濟逐漸向
好，歐洲、英國及加拿大央行行長
先後暗示會收緊刺激經濟政策，刺
激歐元造好，兌美元昨日更升穿
1.14，是去年 6 月以來首次，英鎊亦
在 1 個月來首次逼近 1.3 美元，兌港
元最高見 10.08。債市則受壓，德國
10 年期債息昨升 5 基點至 0.42 厘，
創5周新高。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周二表示看
好歐元區經濟復甦步伐，市場解讀
為歐央行將縮減買債規模，歐元備
受追捧。歐央行副行長康斯坦西奧
其後指市場對德拉吉言論過度反
應，令市場熾熱情緒一度冷卻，直
至德拉吉前日再唱好歐元區經濟前
景，重新帶動歐元升勢。
加拿大央行行長波洛茲前日亦表

示，加國經濟正穩定增長，投資者
憧憬加國央行可能最快在下月加
息。自英國大選出現意外結果，為
脫歐談判增添不穩定因素後，英鎊
持續受壓，英倫銀行行長卡尼日前
出乎意料暗示加息，英鎊重新注入
上升動力。
■《華爾街日報》/
法新社/路透社

